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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架水上飞机
美国阿拉斯加相撞 5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搭载着游
客的两架水上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
加州凯奇坎附近的乔治湾相撞后坠
毁，已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10人受
伤。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报道
说，出事的两架水上飞机分别搭载11
人和5人，除两名飞行员外，另外14人
都是进行观光飞行的皇家公主号邮轮
游客。死者包括4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

公主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10名来
自皇家公主号邮轮的游客搭乘水上飞机
前往迷雾峡湾进行观光飞行，返回时在
距凯奇坎约8海里处与另一架搭载4名皇
家公主号邮轮游客的水上飞机相撞。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当地搜救组织
说，其中一架飞机上10名乘客中有9人
获救，1人下落不明。另一架飞机上的4
名乘客和飞行员共5人全部遇难。凯奇
坎医院发言人说，送医的10人中1人情
况危急，其余9人伤势较轻。

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已参与事故调查。 （新华社）

瑞典将重启阿桑奇案调查
瑞典检察机关13日说，检方将重

新启动针对“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
利安·阿桑奇一项强奸指控的调查并
且寻求把他从英国引渡到瑞典。

瑞典检方官员埃娃-玛丽·佩尔
松当天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场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说英国方面结
束对阿桑奇的50周监禁以后，瑞典方
面将寻求引渡这名嫌疑人。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规定而由英国
法院本月初判处监禁，关押在伦敦贝
尔马什监狱。

佩尔松说，签发逮捕令以后，瑞典
法院将正式启动引渡阿桑奇的程序。
鉴于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她说，“不
可能预期”引渡程序的进度。

美联社报道，英国引渡手续冗长，
加之阿桑奇有多次上诉机会，即便引
渡成功，完成法律程序可能需要一年
时间或者更久。

阿桑奇面临的一项强奸指控明年
8月17日将失去法律诉讼时效。佩尔松
说，检方会争取在这一期限以前把阿
桑奇引渡到瑞典。

不过，由于美国同样要求引渡，阿
桑奇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英国方面。

阿桑奇的律师珍妮弗·鲁滨逊4月
中旬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阿桑奇
愿意配合瑞典方面调查，希望瑞典保
证不会把他引渡至美国。 （新华社）

辞职压力日益增加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保守党议
员格雷厄姆·布雷迪日前表示，预料
特雷莎·梅会在15日与他会面时透
露有关下台日期的更多详情。布雷
迪还说，他认为政府和主要反对党
工党有关“脱欧”协议的谈判困难重
重，双方将无法取得重要共识。

身为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委
员会”主席的布雷迪在英国政坛颇
具影响力，他曾建议梅最迟在6月30
日前离任。

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
欧”协议迄今3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
决，“脱欧”日期从原来的3月29日延
迟至最晚10月31日。英国政府本月7

日首次承认，英国不得不参加本月
23日开始的欧洲议会选举，因为“脱
欧”协议不可能在那以前正式生效。

特雷莎·梅3月27日向保守党议
员承诺，只要“脱欧”协议能获议会
下院批准，她愿意提前卸任。“脱欧”
进程停滞，特雷莎·梅面临的辞职压
力日益增加。保守党人指责她未能
落实“脱欧”目标。

有报道称，特雷莎·梅去意已决。
其发言人8日说，特雷莎·梅会信守承
诺，完成“脱欧”“第一阶段”任务后卸
任。这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记者，特雷
莎·梅力争实现“脱欧”“第一阶段”目
标，而后为新任首相主导“第二阶段”
进程让路。“这就是她力图实现的时
间表，她希望完成‘脱欧’。”

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财政大臣
哈蒙德在日前发表的采访中表示，特
雷莎·梅将信守承诺，一旦议员们通
过她的“脱欧”协议，她就会辞职。

党派磋商难有进展

为打破僵局，特雷莎·梅4月初
选择妥协，与反对党工党磋商“脱
欧”妥协版方案。然而，双方迄今未
能达成共识。

按工党发言人的说法，磋商至
今，保守党未能作出足以达成协议
的改变，工党今后数天需明确保守
党的意向。

特雷莎·梅对此表示，政府致力
于取得磋商进展，“我们在与工党磋
商……我们在讨论一份能获得议会

下院大多数议员支持的协议”。
路透社的报道称，工党党魁科

尔宾表示，特雷莎·梅的政府迄今尚
未就英国“脱欧”问题向工党提出任
何重大提议。

“到目前为止，谈判还没有提
出任何重大提议，红线仍然存在。”
科尔宾表示，“实际上，与一个分崩
离析的政府进行谈判相当困难，因
为内阁部长们都在争夺继承权，而
不是为达成协议而努力。”科尔宾
还说，如果想要英国“脱欧”问题有
任何突破的可能，特雷莎·梅必须
改变她的红线。“如果我们不能就
我们的替代计划或大选达成一项
明智的协议，工党支持就此进行公
众投票。”他说。

经济前景扑朔迷离

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以来，
英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年增长率从
公投前的2%以上，降到去年的1.4%。

但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长1.8%，远快于去年
第四季的1.4%，创下2017年第三季
以来的最高增速，也符合分析师此
前预估。商业投资继去年连续四个
季度收缩后，今年第一季度首次出
现增长。路透社认为，这一表现令人
意外。哈蒙德说，上述数据显示，英
国经济依旧强劲。

一些经济分析师认为，推高经
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商家当时预期
英国3月底脱离欧盟，加紧下单囤货

以及生产并发货。
经济分析师泰杰·帕里克认为，

“第一季度相对强劲的增长数据可能
只是昙花一现”，一些企业为应对“脱
欧”，把商业活动提前，如囤积库存和
加紧发货，人为推升了经济增长。

此前针对私营企业的调查显
示，商家增加库存，以应对英国可
能无协议“脱欧”导致的边境货物
进出混乱。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一季度库存增量达到46亿英
镑（约合60亿美元），为两年多来最
大增幅。英国第一季度贸易赤字达
到创纪录的183亿英镑（约合238亿
美元）。“囤货大军”中，汽车经销商
和批发商等相对保守，库存增幅较
少。另外，不少工厂加紧赶工，以期
在原定的3月29日“脱欧”日之前交
货，推升工业产值。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预测，当前
季度经济增长将回落至0.2%，原因
是库存增加带来的一次性提振消
退，且企业继续推迟投资，因为经济
不确定性挥之不去。

有报道称，英国央行货币政
策委员会委员桑德斯表示，即便
英国平稳“脱欧”且随后经济加速
增长，央行也不大可能太快升息
或是在升息道路上走得太远。桑
德斯认为，企业投资可能会在英
国平稳“脱欧”之后回升，但多次

“悬崖边缘”的延迟仍可能导致投
资持续停滞。“我预计将来利率会
有所上升，但走得不会太远或太
快。”桑德斯说。 （新华社）

美媒称五角大楼已向白宫
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

特朗普13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
“我们将看看伊朗会做什么。如果他们
（针对美国）有任何举动，那将是非常严
重的错误……他们将遭受严重损失。”

美伊之间的紧张状态近来持续升
级。美国向中东派遣“亚伯拉罕·林肯”
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支B—52型战
略轰炸机特遣队，随后部署一艘两栖攻
击舰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部队司
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12日说，美国在
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曾经是严重威
胁，现在是打击“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代理
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9日向白宫
递交更新版的针对伊朗军事行动方
案。如果伊朗袭击美军或加速发展核
武器，美方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在
中东部署至多12万军人。

据报道，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为首的对伊强硬派要求
五角大楼起草对伊军事行动计划。美
方官员称这份计划并未涉及地面军事
行动。目前尚不确定总统特朗普是否
已经了解计划细节。

博尔顿长期以来鼓励对伊采取强
硬措施，此前曾在公开场合支持对伊
朗实施军事打击及推动政权更迭。

近一个月来，美国加大对伊朗“极限施压”力度。本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制裁
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向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
肯”号航母战斗群、B-52战略轰炸机和船坞运输舰等以应对“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月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同时，伊朗拟在60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
伊方权益问题，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欧盟外长理事会1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当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意外
到访欧盟，与欧盟方面讨论了伊朗等议题。

分析认为，在美国和伊朗对抗升级的背景下，欧盟仍尽力维护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从目前的局势判断，欧盟面临重重困难，伊核协议前景不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13日警告，伊朗如果袭击
美方目标，将是“非常严重的
错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当天与欧洲盟友商讨“不断
升级”的伊朗威胁。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
亨特担心，美国与伊朗在海
湾地区有“擦枪走火”的可
能。

此外，据伊朗新闻电视
台13日报道，伊朗原子能组
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当天表
示，若伊核问题再度被提交
联合国安理会，伊朗可能会
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英国“脱欧”再蒙阴影 首相或公布离任时间表

朝鲜斥美国“抢劫”货轮
要求归还

朝鲜政府14日谴责美国扣押一
艘美方指认违反联合国禁令的朝鲜
籍货轮，要求立即归还。

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播发朝鲜
外务省发言人声明，以“抢劫”认定美
方扣押“智城”号货轮，以“非法且粗
暴”描述美方举措。朝方认为，扣押货
轮显示美方试图继续“极限施压”、迫
使朝方屈服，“无异于全面否定承诺
建立新型朝美关系的‘6·12’朝美联
合声明基本精神”。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6月12日在
新加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就“建
立美朝新关系”和“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和平机制”等达成一致。

外务省发言人呼吁美方“深思这
一强盗行径会给今后形势变化带来
何种后果”，立即归还朝方货轮。

“智诚”号排水量1.7万吨，是朝鲜
最大的散装货轮之一，去年3月运载
一批煤从朝鲜起航，次月在印度尼西
亚遭扣押。美方同年7月发出扣押令，
随后从印尼方面接收货轮。它本月11
日抵达位于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
将接受美方检查。

美方认定这艘货轮试图向国外
非法输出煤炭、运回机械装置，违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涉朝制裁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8月通过决
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和铅等物资。
一些专家认定，朝方以这类出口换取
军事领域所需资金。 （新华社）

埃及发掘出法老时期军事城堡
埃及文物部13日发表声明说，埃

及一支考古队在北西奈省发掘出一处
萨姆提克时期（公元前664年-前610
年）的军事城堡遗迹。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
塔法·瓦齐里在声明中说，这座城堡的
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第26王朝，是埃
及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古城堡之一。城
堡墙体由泥砖砌成，85米长的南墙建
于另一未完成城堡的基础之上。

埃及考古队负责人希沙姆·侯赛因
介绍说，城堡拥有16座瞭望塔，在发掘过
程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当时城堡守卫士
兵使用的房间。作为埃及东部边境的主
要防御门户，城堡曾遭受猛烈攻击，城堡
的大部分建筑物毁于战火。 （新华社）

据《经济参考报》5月14日
报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
于15日与英国保守党重要议
员就“脱欧”事宜进行协商，随
后可能公布辞职的具体时间。
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将为英国

“脱欧”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另据媒体报道，英国外交

大臣杰里米·亨特13日建议，
英国一旦退出欧洲联盟，应

“果断”考虑增加防务开支。
媒体普遍视亨特表态为

角逐特雷莎·梅卸任后的英国
首相相位所作政策阐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莫盖里尼13日在布鲁塞尔说，
欧盟及其成员国当日告诫来访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应保持
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与伊朗发生
军事冲突。

蓬佩奥13日到访布鲁塞尔，
莫盖里尼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她代表欧盟各国向蓬佩奥清晰传
达了意见：“我们正处在非常关键
和微妙的时刻，此时最负责任的态
度应是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军
事方面任何升级恶化的行为。”

当天，莫盖里尼还主持了她同
法国、德国、英国三国外长的会议。
她说，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推进“贸
易往来支持工具”的实际运作，以
期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这一机制促
成欧洲与伊朗的交易发生。

“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是法
国、德国和英国建立的与伊朗贸
易的结算机制，是在美国主导的
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运作的支付机
制，可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
伊朗单方面制裁，使欧盟继续与

伊朗进行贸易。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13

日警告，美国与伊朗可能在原本不
稳定的海湾地区“擦枪走火”。

亨特会晤蓬佩奥前告诉记
者，“我们非常担心（美伊）意外冲突
的风险”……“双方实际都无意让局
势升级，最终却导致某种冲突”。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说，
他在会晤中告诉蓬佩奥，德方“不
希望（美伊）发生军事冲突”。

亨特同样担心，如果伊朗获
得核武器，中东地区可能出现核
军备竞赛，“我们需要确保最终不
会让伊朗回到拥有核武器的轨道
上”。他呼吁各方保持一段平静
期，以便了解彼此立场。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欧洲认
同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忧虑，如伊
朗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角色，但仍
然支持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认为
那符合欧洲自身安全利益。双方
曾有密切协调中东政策的传统，
如今跨大西洋关系却愈发暴露裂
痕。 （新华社、国际在线等）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
伊朗或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3日报道，伊朗
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当天表
示，若伊核问题再度被提交联合国安理
会，伊朗可能会彻底退出伊核协议。

卡迈勒万迪说：“如果他们（伊核协
议有关各方）将伊核问题提交安理会，
等于是撕毁伊核协议，协议将不复存
在。”卡迈勒万迪强调，伊朗将采取切实
措施，捍卫伊朗人民和国家权益。

本月8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伊
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但仍继续坚持限制铀浓缩
丰度的承诺。

不过鲁哈尼强调，伊核协议其他签
字方应在60天内履行自己对协议的义
务，否则伊朗将会提高铀浓缩的丰度。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
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
将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宣布
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因协议而中
止的对伊制裁。从今年5月2日起，美国
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
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
口。5月3日，美国宣布将强化对伊朗核
活动的限制。

告诫美国避免
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美伊剑拔弩张
未来何去何从

一方称“退群”
一方忙“调兵”

伊朗总统鲁哈尼5月8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
图为5月8日，鲁哈尼（中）在德黑兰出席会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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